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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東「十四五」推6高校建雙一流
擬建深圳理工等多所大學 在校研究生數增加 55%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）廣東力
倡本地高校用五年時間升級，強化高等教育為產業
儲備人才。廣東教育發展「十四五」規劃近日公
布，明確 5 年內全省教育綜合實力、整體競爭力、
國際影響力達到內地先進水平。其中，推動華南農
業大學、南方醫科大學、廣東工業大學、廣州醫科
大學、深圳大學、南方科技大學 6 所高水平大學進
入國家「雙一流」建設高校範圍。國家「雙一流」
大學建設是高等教育領域的國家戰略，「雙一流」
即「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」。

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，人才和科技競爭更為激
烈。放眼全球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，都紛紛擴辦高等院

校，正是為了培育人才和招賢納士。在這份教育「十四五」規
劃裏，不難看出廣東省對於建設「好大學」的孜孜以求與勢在
必得。廣東定下了未來5 年到15 年的目標以進行長遠布局，除
了推進本地高校晉身國家「雙一流」高校外，廣東還將牽頭建
設 1 個到 2 個國家級重大科研平台，產出一批高水平、原創
性、具有高學術價值和重要社會影響、引領廣東乃至國家發展
的科研成果。

擬建深圳海洋大學
除了升級現有高校外，廣東還將不遺餘力地籌建新高校。
《規劃》顯示，在廣州、深圳核心教育區，廣東將高標準建設
深圳理工大學、深圳海洋大學、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、廣州
交通大學等高校，着力建設一批與 5G、人工智能、網絡空間
科學與技術、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、海洋經濟、智能經濟、大
健康等主體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高水平國際化高校，打造集協
同育人、科研、服務於一體的新型智慧中心。
對於廣東成為高校「建設狂」，廣東省高等教育學會會長魏
中林指出，目前廣東有高校 174 所，2020 年全省高等教育在學
總規模為 378.39 萬人，位居內地第 2 位，亟需提高教育質量和
辦學水平，才能有效破解規模擴張與質量提升這對矛盾。

與此同時，廣東也在努力「惡補」高層次人才隊伍的建設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，廣東過去在培養高層次研究生數量上
並無優勢。根據廣東省統計公報，2020年，廣東在校研究生人
數為 15.47 萬，以同期北京、上海和江蘇作為參照，三地的在
校研究生人數分別為 38.7 萬、17.81 萬和 24.4 萬。廣東此次在
教育「十四五」規劃中，提出了更明確的研究生培養規模目
標，到 2025 年，預期研究生在校生人數達到 24 萬。這意味
着，未來 5 年內，研究生在校生人數要增加 55%。魏中林表
示，廣東建設高質量教育，意味着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聯繫將
更加緊密，與科技、產業互動更加密切，科教融合、產教融
合、校企合作深入推進。

廣東籌備的新高校
兩大中心城市：

灣區其他城市：

●深圳理工大學
●深圳海洋大學
●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
●廣州交通大學

●大灣區大學（東莞）
●中山科技大學（中山）

整理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盧靜怡

其他地區：
●潮州、揭陽、汕尾各建至
少 1所技師學院
●支持粵北建設韶關學院

招收港澳台僑生擬增兩成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）
廣東近日發布的「十 四 五 」 教 育 發 展 規
劃，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教育示範
區。到 2025 年，將建設 3 到 5 所粵港澳合
作辦學機構，香港五家名校榜上有名。屆
時廣東高校也將對港澳學生進行擴容，招
收港澳台僑學生規模比 2020 年增長 20%，
按現有數據統計，5 年後廣東將招收 1.32 萬
名港澳生，增長 2,000 多人。屆時，香港副
學位畢業生港澳生既可選擇粵港澳合辦高
校讀書，亦可赴粵升讀本科，還能到廣東
短期訪學。
升讀一間好大學，有更多機會獲得社會好
職位的入場券。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正為
港澳學生打造這樣一個優質平台。根據規
劃，廣東還點名支持香港科技大學、香港城
市大學、香港都會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、香
港大學等 5 所香港高校來粵辦學。香港文匯
報記者了解到，這 5 所高校已經在廣州、深
圳、東莞、肇慶、佛山等大灣區城市籌建分
校區。香港升考大學競爭激烈，大灣區分校
區料可提供更多渠道讓港生選擇優質教育資
源。

儘管香港高校赴大灣區設分校成為一股熱
潮，但目前也出現「中央熱、地方冷」的
現象，即合辦的高校多數集中在廣州、深
圳、珠海等熱點城市。對此，周文港建
議，香港高校可以結合本身優勢，做好相
關分工。除了高校外，他認為粵港各大專
院校可以做好相關需求銜接，實現資源分
布更加多元。

●廣東省發布教育「十四五」規劃，粵港澳
大灣區的高等教育水平將更上一層樓。
受訪者供圖

鞏固和提高羅湖「聯通深港、通達灣區」
的交通樞紐地位是《規劃》的中心內容。到
「十四五」末期，將實現羅湖中心 30 分鐘到
坪山、大亞灣等城市外圍、機場，45 分鐘到
東莞、惠州等臨深城市中心，60 分鐘到廣
州、中山、珠海等大灣區各城市中心，基本
實現羅湖對灣區城市中心的高速通達。
為提升口岸功能，《規劃》提出，將盡快
開展文錦渡口岸鮮活貨運功能向蓮塘口岸轉
移的研究，加快推進《文錦渡口岸地區整體
升級改造概念規劃》（區發改）編制，統籌

果。
●支持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與港澳合作共建
「粵港澳大灣區特色職業教育園區」。
●鼓勵港澳優秀學生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高校
進行短期訪學。
●加強粵港澳資歷框架合作，探索粵港澳高等
教育學習成果認證、積累和轉換。

●支持粵港澳高校聯盟等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建
設，鼓勵開展相互承認特定課程學分的人才
聯合培養。
區基礎教育協作發展。支持建設港澳子弟學
校（班）、台商子弟學校。

●健全港澳居民或其隨遷子女在粵入學、考試
等政策。

●推動粵港澳師生交流，開展粵港澳教師協作
計劃，打造語言、音樂、美術、體育、中華
優秀傳統文化、科技教育等交流活動品牌。
●創新粵港澳基礎科學研究合作體制機制，暢
通資金跨境撥付渠道，推動科研經費跨境便
利使用。

專家：港校北上可更多元
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秘書長周文港表示，
政府的鼓勵措施也可以促進大灣區內人才流
動。「內地對研究生教育需求出現增長趨
勢，這將會成為粵港澳三地更快更好合作的
最容易的基礎。」不過，周文港也留意到，

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「1 小時學術圈」： 推進
粵港澳高校教師互相訪學進修，共建共享教
學和科研團隊，探索教師、科研人員雙聘或
●廣東某省級實驗研究室，與港澳高校開展
科研合作。
資料圖片

考慮軌道9號線、25號線，實現口岸與站、城
一體化統籌規劃建設。推進實施口岸小運量
接駁軌道交通：串聯羅湖、文錦渡、蓮塘口
岸和相關軌道站點，服務口岸經濟帶，並預
留與香港北環線東延的銜接條件。

跨線動車組為主。有港人表示，期待口岸相
關交通盡快建成，今後經羅湖口岸過關就能
直接坐高鐵，而不用再去福田站換乘，多了
一種出行選擇。

將深圳火車站融入高鐵網

重點交通規劃及線路

在軌道交通建設方面，「十四五」期間，
羅湖將打造深圳站、羅湖北站兩個對外樞
紐，以及大劇院、東門-國貿、湖貝-黃貝嶺-文
錦渡、銀湖 4 個城市樞紐。羅湖北站將成為深
汕高鐵、地鐵 14 號線的交匯點，加強對大灣
區其他城市的交通輻射、快速通達。同時，
將推進深圳火車站升級，包括加快贛深高鐵
筍崗動走線建設，協調推進廈深高鐵引入深
圳火車站，將深圳火車站融入國家高鐵網
絡，支撐國鐵樞紐對城市發展的帶動作用；
爭取將 11 號線東延至深圳火車站，預留與香
港東鐵線接軌條件，加快推動深港雙城交通
「通勤化」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，去年9月，鐵路部
門發布消息稱，完成了廣深鐵路信號系統設
備改造工程，為廣深跨高鐵運行和高普鐵互
聯互通提供了條件，成功實現將深圳站接入
全國高鐵網。預計 2022 年後廣深線將以開行

●地鐵25號線：連接龍華、阪田、布吉，規
劃線路接入文錦渡口岸。
●地鐵9號線：連接文錦渡口岸（文錦站）
與前海片區（前灣站），規劃東延至羅芳，
比鄰蓮塘口岸。
●地鐵11號線：起於福田站（福田高鐵站），
途經前海、后海片區、深圳機場T3航站樓，
規劃東延至深圳火車站，預留與香港東鐵
線接軌條件。
●羅湖北站樞紐：途經線路包括地鐵14號線、

灣區中歐班列開行量升

鮮活貨運向蓮塘口岸轉移

在粵設立高水平研發機構和轉移轉化創新成

●建設粵港澳姊妹學校（園）平台，推動大灣

羅湖文錦渡蓮塘三口岸 擬與港北環線東延銜接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）
近日，深圳市交通運輸局發布《羅湖區綜合
交通「十四五」規劃》（以下簡稱《規
劃》），《規劃》顯示，為服務口岸經濟帶
建設，將在羅湖口岸、文錦渡口岸、蓮塘口
岸推進實施口岸小運量接駁軌道交通，並預
留與香港北環線東延的銜接條件。同時，爭
取將 11 號線東延至深圳火車站，預留與香港
東鐵線接軌條件，加快推動深港雙城交通
「通勤化」。「十四五」期間，羅湖還將打
造深圳站和羅湖北站兩個對外高鐵樞紐，贛
深鐵路、廈深高鐵有望引入深圳站。

●深化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建設，支持港澳高校

粵港澳教育合作措施

在校研究生增至 24 萬

●廣東教育發展「十四五」規劃近日公布，明確5年內全省教育綜合實力、整體競爭力、國際影響力達到內地先進水平。圖為在暨南大學上課的香港籍學生。
受訪者供圖

17號線、25號線、深汕高鐵、深汕城際。
●深圳站樞紐：途經線路包括地鐵1號線、11
號線、17號線、廣深鐵路、贛深鐵路（聯
絡線）、廈深鐵路（聯絡線）。
整理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

77.6%

互聘制度。
整理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

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，記者 3 日從中國鐵路廣州局
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廣鐵集團」）了解到，今年粵港澳
大灣區中歐班列已累計發送15,051車，運送防疫、生產和生活
物資 15.69 萬噸，同比增長 40.3%。今年以來，粵港澳大灣區
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已超過去年全年開行總數 262 列，同比增幅
達 77.6%。廣鐵集團預計，粵港澳大灣區中歐班列今年全年開
行數量將至少達 350 列，並有望創造全年每日開行一列的新紀
錄。
據悉，從2013年中歐班列開行至今，東莞、廣州、深圳3座
城市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中歐班列的「中心站」，當前粵港澳
大灣區中歐班列開行方向已達17條，貨源品類多達700餘種。
這條泛歐運輸大通道已延伸覆蓋到多個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
和地區，並以多式聯運形式貫通東南亞。俄羅斯、德國、烏克
蘭、匈牙利、哈薩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……越來越多的國家已
加入粵港澳大灣區中歐班列的「朋友圈」。
「廣東是『世界工廠』，貨源基礎雄厚，其中歐班列的開行
城市均處於對外貿易發達的珠三角地區，這是近年來『廣貨』
出口需求持續攀升的重要原因。」廣鐵集團廣州貨運中心主任
宋海濤告訴記者。

海外網購意願明顯增強
當前，全球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，海外民眾網購意願明顯
增強，日用消費品和家電類商品的需求量持續攀升。但疫情影
響下空運、海運普遍受阻，跨境電商產品需求旺盛和國際運能
不足的矛盾日益凸顯。在此情況下，中歐班列安全便捷、運輸
效率高、受疫情影響小等優勢越發彰顯。「年底是中歐班列發
運的高峰期，同時疊加聖誕節相關商品出口需求增長，貨主都
在搶單急着發貨。」廣鐵集團廣州貨運中心大朗站貨運主管吳
建強表示。

